
最近， 在上海的很多二手车行里，
大量的高端二手车被推向市场，并大幅
度地打折促销。与此同时，很多4S店的
高档新车销售也变得十分困难。

询问这些买卖二手高档车的人可
以得知，豪车的购买者很多是在这两年
发了一笔横财的人，而这些发财者的主
要财源是“高利贷”。

与此同时， 有几种企业却受害很
深，一种是房地产企业，其因为无法及
时卖出房屋，从而导致承诺的资金收益
率无法实现。另一种是中小企业，很多

中小企业由于无法获得银行的信贷支
持，而转向高利贷，但多数企业的毛利
率根本无法支撑高利贷，其结果导致了
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和经营困境。

2011年以来，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
转向稳健，银行信贷增速减缓，原材料
价格、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在各种宏
观、微观因素交织影响下，以民间借贷
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市场迅猛发展。从现
实来看，只要民间金融合法运作，具有
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对投资与融资双
方均有利。

融资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低成
本的融资渠道。而对投资者来说，虽然回收
利润没有高利贷多，但是相比之下风险小很
多。 据盛大金禧投资集团湖南地区总监介
绍， 该公司投资者年收益都保证在18%以
上，其严格的风控流程也保证了本息能按时
回收。

就单从湖南地区来看，盛大金禧能通过
加盟模式迅速扩张，也进一步印证了湖南地
区的贷款需求庞大。八月份加盟盛大金禧投
资集团的娄底、郴州分公司也即将投入湖南
金融市场。 ■通讯员 丰泽娟 记者 刘永涛

继探索雅鲁藏布大峡谷、 远征国境
线、挑战乔戈里等7届“雪花勇闯天涯”活
动之后，今年，“雪花勇闯天涯”目标直指
世界级高峰———贡嘎雪山的雪线之极。在
缺氧、雪深、风大、奇寒的冰川环境中，冲
破雪线挑战人生，这是华润雪花勇闯天涯
的勇士们的一次圆梦之旅。8月26日，湖
北、湖南赛区初赛选拔的31名优秀选手集
结大围山，为奔赴雪线拼了一把。
复赛角逐 雪线是毕生的梦想

“雪花勇闯天涯-冲破雪线” 于7月启
动，经过报名和初赛等层层选拔后，8月26

日，湖北、湖南赛区复赛在湖南大围山国
家森林公园打响。两省初赛选拔的31名优
秀选手集结大围山，为奔赴雪线进发。

本次复赛为个人赛， 经过5公里公路
跑、600米急流溯溪和绳降等多个项目的
激烈角逐，来自湖南的韩俊靓和湖北的刘
继涛最终脱颖而出，成功晋级，正式入围
雪花全国勇闯队伍。

“正儿八经玩户外也才两年多， 对于
我们户外爱好者来说， 雪山是毕生的梦
想。” 湖南赛区冠军韩俊靓说，“之前去过
一次贡嘎，一直想着再回去，但爬雪山的
费用太大了。”

“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强的对手，
长沙大学的彭罗是练马拉松的，相比之下
我完全是业余， 能够夺冠， 有些出乎意
料。”韩俊靓说，“上次去贡嘎走的是游道，

这次跟着专业团队，是全新的挑战，感谢雪
花啤酒能给我这次机会。”
奔赴雪线 雪线之上，挑战人生新巅峰

“雪花啤酒勇闯天涯-冲破雪线”终极目
标所在———贡嘎雪山，在登山运动和科学研
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一座极受登山
爱好者青睐的名山。雪线之上，是严苛恶劣
的生命禁区，成功“冲破雪线”，意味着对体
能、技巧和意志力的全方位考验，更是勇闯
精神的艰苦磨砺。

复赛中， 通过层层严酷选拔的两名勇
士， 韩俊靓和刘继涛将于9月中下旬与全国
其他勇士、专业户外人士和地理学家共同组
建雪花全国的勇闯队伍，向贡嘎雪山发起挑
战。活动期间，还将对地理地貌、环境保护、
户外技巧等知识进行更深入的科学普及，实
践智慧与勇气的双重历练，不断传承雪花啤

酒“进取、挑战、创新”的品牌理念。
活动背景

从2005年至今，雪花勇闯天涯活动共计
行走10余万公里， 足迹遍及中国人迹罕至、
极具挑战的天涯。此次全国比赛目标直指世
界级高峰的雪线之极，也是勇闯活动首次从
地理地貌特征解密雪域高寒的震撼体验。通
过层层严酷选拔的勇士， 将于9月中下旬与
全国其他勇士一起共同奔赴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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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勇闯天涯-冲破雪线”复赛决出胜者

雪线之上，挑战人生新极限

经济信息

长远发展需要安全平台
近期， 长沙人保财险经过一年多的

抽丝剥茧， 成功识破一起利用空壳公司
虚构货运险火灾的诈赔案件。

2011年6月4日，被保险人长沙市雨
花区某货运服务部经理王某报案称其公
司的一辆大型货车当天凌晨在河北蓉城
县境内发生了起火事故，导致装载的30
方单板全部被烧毁，货物初步估损约68
万元。 但长沙人保财险发现的诸多疑点
表明， 货运险火灾事故是王某精心策划
的一场戏。 被保险人王某最终对自己的
诈赔事实供认不讳，于今年8月9日主动
签署了放弃索赔的声明。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萱

空壳公司自导火灾骗保
长沙人保成功识破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湖南省湘北地质工程公司丢失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甲级施工单
位资质证书副本两本，编号为
2009184001，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何妍遗失集体户籍卡，身份证号:
520111197909160064，声明作废。

龙婷小姐:
你租用我的马王堆陶瓷新城

C04 栋 201 号房屋， 已欠交数月
租金，自六月底以来，我每天打你
手机均遭你拒接， 这显然属于恶
意欠费行为。 请你见启事后 5 日
内， 交清房租并见面商谈后续事
宜。 否则，我只能破门而入，强制
收回房屋。 同时将继续追收欠费
并按租赁合同条款追究你的违约行
为。 启事人:房屋出租人-陈祁郴

2012年 8月 30日

房租费催缴启事

长沙泰辰钢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5786103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园楼招待所遗失长沙公安局
雨花分局核发湘（长）公特旅字
第 110208 号特种行业许可证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通赢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
5786103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神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向惠
珍,电话 13549684118

注销公告

女 31 离孩对方 163 本科公务员独住 2×2
房择地域婚否不限成家男 18274956969
女 40 离无孩会计师高资房 2 套美丽贤惠
温柔善良征有孩男视亲生 15387550002
女 46 离个体房车门面齐贤惠能干知理不
嫌贫穷征实在男度夕阳 13875919877
女 51 丧经商几十年房多套无负担不讲条
件 征 上 门 男 共 照 顾 13874994767
交友女 39 离无孩单身贵族房车齐性感妩
媚 交 友 共 享 激 情 表 春 18274806324

爱心驿站婚友 经湘乡市翻江 塘建安建筑材
料销售中心（普通合伙）全体合
伙人决定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人申报债权。 联系
人：肖至南，电话：18627547983

注销公告
山

金

长沙东弘门窗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工商代办 82284857

低价工商税务策划、清理乱账
8551417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银行无抵押低息贷款，当面放款。
贷款咨询 13786139793

大额资金解决：房地产开发商、在
建工程项目；新建技改各类矿山；
种、养殖业；企业个人等资金缺口。
023-67769668 13648418884全天

友投投资贷款

有无抵押月息 1分 6。 15575978589
快贷一日放款

理财 代办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
对方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公 告

大学生、白领、模特
18684856664湘女相伴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交友 声讯

垫资炒股票、炒股指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6层，正忠大厦，宜做办公、办事
处、培训、宾馆、餐饮、休闲等。
地址：雨花区环科园职教城
电话：15570877495王小姐

6000m2 精装大厦出租
转让 租售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诚
聘
司
机

搬家 拆旧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24
汉五亲子鉴定中心 84415118

亲子鉴定小
时 ●本人征婚：男 53岁丧偶稳重健军 转

业经营实体流光易逝岁月沧桑觅 善良
有缘女可带孩 13632770383亲谈

长沙市雨花区庄氏食品厂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号:
L303432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真心成家男 46 岁丧偶独居性格脾
气好，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 体
贴女为妻，其它不限，只求真 心，
有孩视亲生 13590237393本人
个人征婚：想家女 35 岁丧偶独居
温柔端庄贤惠，自营生意多年， 诚
寻健康重情男为夫， 贫富不限 有
孩视亲生 13728631379本人接听

岳阳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遗
失设计费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243001171072， 发票号码 2128
09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男 58 岁丧偶退伍后经商经济优常
年从事慈善事业现寻朴实真诚女为
伴有孩视亲生 18312587799面谈

【本人征婚】男 62 岁退伍军人体健
貌端顾家孝顺经商优诚寻善良体
贴女相伴 13542938836(可带孩)

本报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见报的
“长沙市盘龙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应为“长沙市盛龙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50岁男诚征： 沉稳显年轻经商
事业成功妻逝多年倍感孤独愿
找一位传统孝顺珍惜感情女士
重组家庭带孩可 13692179422

本人征婚： 男 49 岁丧偶正派重
情有责任感自营实体经济优觅
一位体贴孝顺真心成家女士共
度一生有孩可 13590158652亲听

本人男 56 岁丧稳重健康经营实
体走出伤痛阴霾的我深感人生可
贵诚觅善良贤惠真诚有缘女为妻
不计贫富地区 15914086286亲听

长沙斯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5809034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湖南省基层工会社团
法人证书，编号:(湘直工)法证
字第 260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招生 招聘

湖南省考古所招聘保安， 提供五
险，待遇面议，望城铜官窑 2 名、考
古所内 1名（东风路东风二村巷 18
号），联系人：李先生，13973168730

招聘启事

早教师园长、物业考证另招合作
及业务员 13332516331

湖南省正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12 月 19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2-2）， 注册号
4301000000874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单证遗失：商业险保单印刷号
为 100326120067308 投保人留
存联； 发票印刷号为 30085943
发票联，共 2联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 潭 林 敏 医 院

本院采用传统中医， 内服外擦， 调整人体阴阳平
衡，结合现代医学复位疗法，最终达到治愈不复发。

颈椎、腰椎病，治好不复发，病人、医生都不
信的问题，这里解决！一次治愈，不再复发！

颈椎、腰椎发病医理可比喻为：颈椎、腰椎周围的肌肉就象扎钱的橡皮筋，橡皮筋松弛，被
扎的钱就会不整齐、散乱。颈、腰椎肌肉松弛，弹力不够，颈、腰椎就错位。椎管中的血管、神经
就受到挤压、狭窄，病就来了。知其源，去其根，颈、腰椎病就无不可治，治不复发。

本院接治病人，不论贵富与贫困，一律按病论治，遵循医德与正确的治疗方法，规范疗程，
按病服药，配合作息和生活习惯，消除生病根源，达到治愈不复发的目的。

公交线路：103路、17路、29路（长城建材市
场站下往前 100米）

地址：湘潭市湘衡路 261号
电话：0731-52326120 55558855

湘潭市林敏医院
湘潭市金康白癜风中医中药治疗临床研究中心


